
春节期间， 有2000余
名首都供水职工奋战在
一线， 他们舍小家为大
家， 用实际行动绘就最
美 “敬业福”。 据统计，
春 节 期 间 （ 除 夕 至 初
六）， 市自来水集团安全
供水 1900余万立方米 ，
水质检测 2600余项次 ，
接听用户来电8600余个，
妥善解决用户 “急难愁
盼” 的用水问题， 全力
以赴为市民提供安全优
质的供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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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

记者近日从海淀区获悉 ，
2022年， 海淀区挖潜新增6579
个停车位， 重点区域停车难将
得到有效缓解。

位于海淀区曙光街道营慧
寺的新建平面停车场于2022年9
月建成对外开放， 为周边居民
提供 “错时共享 ” 停车位315
个。 据了解， 曙光街道金雅园
社区及周边诚品建筑社区共有
2500多户居民， 停车位却只有
1500多个， 停车缺口大、 停车
难问题让居民烦心。 “居民下
班以后把车都停到门口这个小

路上， 两侧全是车， 不仅乱还
堵， 因为路比较窄， 导致车辆
出行的时候双向错车根本错不
过去 。” 曙光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夏卓姝介绍。

在海淀区城市管理委和曙
光街道综合协调下， 联合四季
青镇深挖可用资源， 利用7000
平方米拆迁待开发的闲置空
地 ， 建成了一处可容纳315个
车位的平面停车场， 向周边社
区提供停车服务 ， 包月费用
450元。

除了硬化路面 、 施划车

位， 这个新建停车场还安装了
40盏太阳能照明灯、 39组监控
摄像头， 并聘用专业停车管理
公司进行日常管理。

据海淀区城管委 （交通委）
静 态 交 通 科 科 长 王 炎 介 绍 ，
2022年， 海淀区继续坚持 “条
块结合、 部门联动、 标本兼治、
综合施策 ” 和 “精治 、 共治 、
法治 ” “优供 、 控需 、 强治 ”
原则， 大力统筹推进静态交通
管理。 2022年挖潜新增6579个
停车位， 重点区域停车难问题
得到了有效缓解。

家住大兴区的小曹是2022年
应届高校毕业生 ， 父亲重病卧
床， 全家人靠低保维持生计。 为
缓解家庭压力， 小曹想找一份相
对稳定的工作， 参加了教师资格
证考试， 但因这次考试成绩不理
想 ， 还要等待一年才能再次考
证， 也未能找到理想的工作。 了
解到相关情况后， 社区就业服务
专员主动家访， 帮助小曹确定就
业目标， 建议她可以先就业再择
业， 尽快就业为家里分忧解难。
通过岗位推荐、 面试指导等多项
暖心服务， 小曹终于就近成功就
业。 有了收入以后， 既缓解了家
庭经济负担， 也有较多时间照顾
和陪伴家人。 小曹和家人的脸上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是本市针对困难家庭 （个
人） 高校毕业生的具体状况和需
求， 实施 “一人一档” “一生一
策” 精准帮扶的具体举措。 通过
为他们提供求职指引及职业指
导、 岗位推荐、 技能培训和就业
见习机会等， 让有就业意愿的困
难家庭毕业生实现就业。

记者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了解到， 本市自2022年
9月启动 “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
就业服务季” 专项活动以来， 以
“北京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平台”
为主会场， 为毕业生提供个人求
职、 线上招聘、 职业指导、 实名
制登记等全链条服务， 为各类用
人单位提供全方位、 多层次的就
业创业优惠政策服务。 全市人社

系统共举办招聘会155场 ， 3600
余家用人单位参会， 发布招聘岗
位7.2万余个。

活动期间， 本市依托 “北京
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平台” 线上
开展就业服务， 瞄准急需紧缺人
才， 突出岗位开发和就业服务针
对性， 强化供需精准对接， 陆续
开展专精特新、 医药卫生、 人工
智能等行业专场， 还举办了研究
生、 阿里巴巴跨境电商等特色专
场活动， 精心组织了北京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等
校园网络专场招聘会。

同时， 为提供市场化、 专业
化就业服务，2022年12月，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联合猎聘网、智
联招聘、中智招聘、科锐国际4家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各自
平台搭建分会场， 开展医药健康
专场、数字科技专场等分行业、分
专业招聘， 同时以云课堂方式开
展人才市场与热门行业分析、简
历问诊等就业创业指导服务。

本次就业服务季活动突出
“职业指导直通车” 品牌， 市区
两级人社部门及经营性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组织邀请了优秀职业指
导师、 知名企业高管、 著名高校
教授、 专业心理咨询师等， 分类
别开设政策宣讲、 经验分享、 实
践指导等公开课、 直播课， 提高
毕业生就业能力和综合素质。 先
后开展直播带岗 、 就业创业指
导 、 政策解读等活动近100场 ，
浏览量16余万人次。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守护： 用心感受城市脉搏

供水运行调度中心好比 “神
经中枢”， 时刻牵动着城市供水
“生命线”。 除夕夜是市自来水集
团供水运行调度中心最繁忙的时
刻， 调度大厅与往常一样灯火通
明， 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城区供
水管网110个测压点压力数据和
各水厂机泵运行情况。

“集团调度， 请九厂将水量
从 5.2调整到 4.2 （万立方米/小
时）。”

“集团调度， 请三厂关闭2

号泵。”
“90后” 调度员许皓 、 商美

娇、 孟南三人当班， 他们紧盯测
压点压力变化， 及时向各水厂调
度室下达调度指令， 确保城区供
水压力平稳均衡。 一整晚， 他们
共下达调度命令30余次， 最频繁
时一小时内下达了7次调度命令。
与此同时， 他们还要对各水厂每
小时报送的水量数据进行记录分
析， 以便掌握用水量变化趋势，
为保障春节期间供水运行提供重
要数据支撑。

坚守： 时刻保障供水安全

在城市的另一端， 同样守护
供水 “生命线” 的还有第九水厂
净二分厂机房班值班长秦世祥。

大年三十， 秦世祥特意换了
一身崭新的工服。 简短的交接班
过后， 他拿起手电筒走进泵房，
开始了一天 “看、 闻、 听、 摸”
的巡检工作。

秦世祥穿梭在厂区的各个角
落， 仔细检查配电盘、 变压器、
电机、 水泵等每一台设备， 不放
过一丝安全隐患。 他早已将师傅
的传授和书本上的理论融会贯
通， 特别是他的耳朵就像医生的
听诊器一样， 能在隆隆的轰鸣中
准确辨别出设备的异常声响。

这是秦世祥在水厂工作第6
年， 春节在岗第4年。

市自来水集团拥有40余座水
厂， 每座水厂里都有像秦世祥一
样默默付出的运行人员， 他们在
看似平凡枯燥的岗位上用实际行
动守护着首都供水 “生命线”。

负责： 真心对待用户期盼

除夕一大早， 自来水集团客
户服务热线96116电话铃声接连
响起 ， 客服代表许芃像往常一
样开启了忙碌的一天。 “您反映
的问题我已经记录下来， 马上转
给维修部门处理 ， 感谢您的来
电。”

客户服务中心实时在线， 50
名客服代表24小时排班值守， 保
证时刻有人等待响应用户需求 。
许芃回忆， 在她从事热线岗位的
13年中， 几乎每个春节都会在岗
值守， 春节期间用户来电数量比
平时少， 但客服代表们对待来电
的用心程度丝毫不减。

针对用户的用水诉求， 严格
执行闭环管理流程， 客服代表持
续跟进处置进度， 确保每一个用
户合理诉求都能得到妥善解决。
就在这天， 用户来电反映 “望京
慧谷金色家园水表漏水”， 客服
代表立即向属地禹通公司新源里
维修所派发了任务单。 维修所值
班室技术骨干李超凡马上带领抢
修人员出发。 他们赶到现场很快
找到了漏水点， 从派单到修复 ，

每个时间节点系统里都有记录，
维修全过程不超过1小时。

拼搏： 快速修复供水设施

大年初二， 北京迎来一场瑞
雪， 气温骤降， 供水保障工作也
迎来了一次考验。 由于水表水管
被冻坏， 市自来水集团客户服务
热线96116接到不少故障换表报
修诉求。

大年初三清晨， 市自来水集
团禹通公司白纸坊维修所接到
12345 “接诉即办 ” 任务单 ， 用
户反映丰台区南苑街道御槐园小
区一单元楼无水。 维修所副经理
李伟立即带领5名抢修人员赶赴
现场， 经过排查判断是由于水表
冻裂导致无水。 李伟马上组织开
展抢修工作， 从关闭闸门、 摘取
冻表、 安装新表， 一系列步骤有
序进行， 用时30分钟完成了换表
任务， 顺利恢复通水。

没等回到维修所， 李伟又接
到了西城区醋章胡同冻表抢修任
务单， 他们立即赶赴下一个抢修
现场。 连续一整天， 这组队伍辗
转在各抢修现场， 共完成了5处
冻表抢修任务。

春节期间， 禹通公司共投入
61组345名抢修人员参与值守保
障， 完成了冻表、 水微等报修任
务近3000件， 用责任与担当保障
了首都市民安全用水。

把关： 水质卫士坚守在岗

在亦庄水厂水质检测化验
室， 一个瘦削的身影站在试验台
和检测仪器旁， 摇动着手里的瓶
瓶罐罐， 忙着做各类水质项目检
测。 为了让其他同事回家过年，
水质检测化验员徐楠主动申请在
初一和初二连续值守两个班次。

厂级水质检测必须每天按时
进行 ， 检测项目包括色度 、 余
氯 、 浊度 、 pH等常规项目以及
菌落总数等微生物项目， 总共检
测78项次。 大年初二恰逢周检，
在日检78项次的基础上， 徐楠还
要完成铁离子、 铝离子、 藻类等
24项次周检项目， 工作量又有增
加。 当顺利完成最后一项检测 ，
她才感到如释重负， 经过她的细
心检测， 各制水环节的水样均符
合规定要求， 出厂水全部达到国
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这个春节， 坚守岗位、 奋战
在一线的供水人还有很多： 供水
营销员保持全天候开机， 随时准
备为全市600余万用户提供服务；
管线巡视人员每天对重点区域和
在施工地进行巡视 ， 为15000公
里供水管线保驾护航； 各郊区供
水单位做好各项供水保障举措，
全力确保一方供水安全……2000
余名首都供水职工奋战一线， 用
实际行动绘就最美 “敬业福”。

春节24小时在岗 用实际行动绘就最美“敬业福”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杜玮 魏明俊

以 “梅映长城 、花开盛世 ”
为主题的第四届北京长城梅花
节暨第七届响水湖长城梅花展
近日在怀柔开门迎客， 在景区
近千平方米的独立展厅内 ，汇
集了30多个品种的梅花， 吸引
了不少市民到此观赏。 现场不
仅可以欣赏到镇馆之宝 “双子
西风烈”“神龙探海”，还能看到
首次向市民展出的 “龙游梅”，
不少梅花爱好者大呼过瘾。

据响水湖景区负责人介绍，
响水湖长城梅花展已成功举办
6年，经过多年的艰辛探索和付
出， 景区已让梅花扎根在了长

城脚下， 形成了梅映长城的绮
丽景观。 通过南梅北移的栽植
技术， 目前景区已培育出适合
北方气候的梅花品种近万株。

此次展览中， 还展出了近
千盆梅花盆景 ， 除玉蝶 、 宫
粉、 朱砂、 绿萼等品种的真梅
系列外， 还有部分杏梅系列的
梅花展出 。 “为满足游客需
求， 景区还推出了梅花盆栽供
市民选购 。” 景区工作人员介
绍道， “梅花的养护需要见干
见湿， 室温保持5摄氏度左右，
不同品种的梅花花期从半个多
月到两个月不等。 不同款式的

梅花也将为市民家中增添浓厚
的文化氛围。”

今年的梅花展将持续至4月
初， 期间还将举办由渤海镇政
府 、 区直部门和单位组织的
“遇见梅好、 花赞渤海” 响水湖
杯迎春摄影展、 “长城花朝节·
梅展巾帼梦色 ” 主题体验课 、
“长城赏梅、 渤海有礼” 等系列
活动。 届时， 不仅有梅花盆景
展示、 盆景修剪演示、 梅花盆
景销售等展销项目， 还设有书
画演示、 古筝演奏等活动， 在
全方位宣传梅花文化的同时 ，
丰富市民的文旅生活。

“一生一策”精准帮扶困难家庭学生就业
“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发布招聘岗位7万余个

□本报记者 张晶

海淀挖潜新增停车位缓解重点区域停车难

西风烈、神龙探海等“镇馆之宝”亮相长城梅花展

市自来水集团保障群众喝“放心水”过幸福年


